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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008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首创环保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66 

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投资标的名称：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污水处理厂三期近期和南安市石井

镇生活污水处理厂一期 PC+O 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或“项目”）。 

 投资金额：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通过 PC+O 方式实施

本项目。本项目设计总规模 5 万吨/日，项目 PC 总包金额为人民币 35,203 万元。 

 特别风险提示：工艺设计风险。 

 

一、项目概述 

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首创环保”）第八

届董事会 2022 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投资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

污水处理厂三期近期和南安市石井镇生活污水处理厂一期 PC+O 项目的议案》，

同意公司以 PC+O 方式实施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污水处理厂三期近期和南安市

石井镇生活污水处理厂一期 PC+O 项目，设计总规模 5 万吨/日，委托运营期 5

年（不含建设期）。 

公司与福建南建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、首创爱华（天津）市政环境工程有

限公司组成联合体中标本项目。项目 PC 总包金额为人民币 35,203 万元（以下除

非特别注明，所称“元”均指人民币元），由福建南建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

项目的施工建设，首创爱华（天津）市政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的设备采购

和部分安装工程，首创环保与政府方出资代表“南安市城乡水务发展有限公司”

合资成立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运营工作。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100 万元，

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80 万元，持股 8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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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对本项目的投资及相关协议的签署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

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二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本项目设计总规模 5 万吨/日，项目 PC 总包金额为 35,203 万元。本项目属

地为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，是公司重要投资区域。项目主要为南安市市区及石井

镇提供污水处理服务，排水主要为生活污水，组分相对稳定且难降解物质较少，

对污水厂稳定运营有较大的保障。 

三、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南安市城乡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

公司名称：南安市城乡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50583MA357FJX7C 

成立时间：2020 年 12 月 11 日 

法定代表人：吴朝阳 

注册资本：10,000 万元 

注册地址：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溪美街道环城西路 100 号 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自来水生产与供应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

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

准）一般项目：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

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南安市城乡水务发展有限公司资信良好、未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，与公司

之间不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。 

（二）福建南建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

公司名称：福建南建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50583MA2YM8HJ7F 

成立时间：2017 年 10 月 12 日 

法定代表人：周代乐 

注册资本：10,000 万元 

注册地址：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溪美街道安定路 53 号 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建设工程施工；建设工程设计；建设工程监理；建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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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拆除作业（爆破作业除外）；施工专业作业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

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

准）一般项目：园林绿化工程施工；土石方工程施工；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；

工程管理服务；工程造价咨询业务；招投标代理服务；建筑材料销售；轻质建筑

材料销售；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；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；装卸搬运；建筑

用石加工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经审计的总资产 39,286.46 万元、负债 24,905.07

万元；2021 年年度营业收入 33,030.33 万元，净利润 1,811.32 万元。截至 2022

年 9 月 30 日，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40,105.27 万元，负债 28,360.98 万元；2022 年

1-9 月营业收入 22,485.89 万元，净利润 457.52 万元。 

福建南建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资信良好、未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，与公

司之间不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。 

（三）首创爱华（天津）市政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

公司名称：首创爱华（天津）市政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201167328127922 

成立时间：2001 年 12 月 18 日 

法定代表人：刘敏 

注册资本：20,000 万元 

注册地址：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 51 号 W5-C2-4 层 405-406 室 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建设工程设计；各类工程建设活动；测绘服务；货物

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

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 

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经审计的总资产 140,628.24 万元，负债 101,195.98

万元；2021 年度营业收入 88,544.62 万元，净利润 12,744.88 万元。截至 2022 年

9 月 30 日，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128,876.57 万元，负债 86,209.71 万元；2022 年

1-9 月营业收入 27,501.00 万元，净利润 3,234.59 万元。 

首创爱华（天津）市政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，资信良好、未

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。 

四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协议签署：由南安市城乡水务发展有限公司（甲方）与北京首创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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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福建南建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、首创爱华（天津）

市政环境工程有限公司（乙方）签署《南安市污水处理厂三期近期和南安市石

井镇生活污水处理厂一期 PC+O 项目合同》。 

1.建设内容：南安市污水处理厂三期近期和南安市石井镇生活污水处理厂一

期的项目建设施工和设备采购，项目总规模 5 万吨/日。 

2.合同价款：施工中标价为 23,934 万元，其中设备及附属服务部分合同价

11,286 万元。 

3.价款支付：由南安市城乡水务发展有限公司分别向福建南建建设发展有限

责任公司、首创爱华（天津）市政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支付。 

4.协议生效：本协议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。 

（二）协议签署：南安市城乡水务发展有限公司（甲方）与项目公司（乙

方）签署《南安市污水处理厂三期近期和南安市石井镇生活污水处理厂一期

PC+O 项目委托运营协议》。 

1. 合作内容：乙方运营、维护南安市污水处理厂三期近期工程和南安市石

井镇生活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，并从甲方收取委托运营服务费。 

2. 运营期：自正式商业运营日起 5 年。 

3. 项目规模：5 万吨/日。 

4. 出水水质标准：执行 GB18918-2002 一级 A 标准。 

5. 基本水量：无基本水量的明确约定，但协议约定每月最低水费为设计水

量的 60%。 

6. 污水处理服务费的计算与支付：按月支付委托运营服务费，运营期内根

据运营考核结果按年结算委托运营服务费，多退少补。 

7. 协议生效：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各自正式授权的代表正式签署并

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生效。 

（三）协议签署：由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甲方）与南安

市城乡水务发展有限公司（乙方）签署《南安市污水处理厂三期近期和南安市

石井镇生活污水处理厂一期 PC+O 项目合资经营协议》。 

1. 股东出资额：甲方占股为 80%，出资金额为 80 万元；乙方占股为 20%，

出资金额为 20 万元。 

2. 出资方式：甲乙双方以货币形式出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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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董事会：董事会由 3 名董事组成，其中甲方提名 2 名，乙方提名 1 名。

董事长由甲方提名的人选担任。监事会：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，甲、乙双方各

委派 1 名，职工代表 1 名。管理机构：总经理由甲方提名，财务总监由甲方提名，

甲方提名 1 名副总经理，乙方提名 1 名副总经理。 

4. 经营管理机构组成：总经理由甲方提名，财务总监由甲方提名，甲方提

名 1 名副总经理，乙方提名 1 名副总经理。 

5. 利润分配：按照各方股东在公司中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。 

6. 协议生效：本协议在股东授权代表正式签名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 

五、对公司的影响 

项目所在地为福建省泉州市，符合公司深耕重点城市多业态发展的要求。本

项目属于公司在福建省获取的第一个传统水务轻资产项目，签约后可充分发挥公

司在泉州市成立城市公司的运营管理优势，提高项目公司盈利能力，进一步扩大

公司在泉州市的市场占有率，提升公司该类污水项目建运经验。公司实施本项目，

不会产生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情况。 

六、项目的风险分析 

本项目主要风险为：工艺设计风险，后续会影响运营是否达标。 

应对措施：公司可通过优化部分运营措施以满足达标要求，后续必要时可根

据运营协议约定进行工艺改造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1 月 18 日 


